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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市場動態 23/05/2023

收市

每日

升跌

每日

升跌 (%)

3個月

升跌  (%)

1年

升跌  (%)

MSCI全球指數 651.1        -6.2 -0.96 2.48 3.12

美國

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33,055.5  -231.0 -0.69 -0.30 3.69

標準普爾500指數 4,145.5    -47.0 -1.12 3.32 4.32

納斯達克指數 12,560.2  -160.5 -1.26 8.37 8.89

歐洲

道瓊歐洲50指數 4,043.4    -30.5 -0.75 2.94 11.94

倫敦富時100指數 7,762.9    -8.0 -0.10 -1.83 3.32

法蘭克福DAX指數 16,152.8  -71.1 -0.44 4.38 13.95

巴黎CAC指數 7,378.7    -99.4 -1.33 0.84 16.04

亞洲

日經平均指數 30,957.7  -129.0 -0.42 14.22 14.65

臺灣加權指數 16,188.0  7.1 0.04 3.67 0.20

南韓綜合指數 2,567.5    10.4 0.41 5.27 -3.02

悉尼普通股指數 7,447.4    -3.2 -0.04 -0.60 0.66

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 3,218.0    6.9 0.22 -1.43 0.14

吉隆坡綜合指數 1,411.5    -7.4 -0.53 -3.16 -8.49

曼谷SET指數 1,534.8    5.5 0.37 -7.12 -6.14

印度孟買SENSEX指數 61,981.7  18.1 0.03 3.99 14.17

中國內地

滬深300指數 3,913.1    -56.1 -1.41 -4.64 -3.47

上海A股指數 3,402.7    -52.7 -1.53 -1.25 3.19

上海B股指數 287.1        -1.9 -0.67 -3.91 -4.77

深圳A股指數 2,111.8    -21.1 -0.99 -6.31 1.19

深圳B股指數 1,163.2    -8.7 -0.75 -5.29 6.97

香港

中證香港100指數 1,698.3    -20.9 -1.22 -5.15 -6.62

恒生指數 19,431.2  -246.9 -1.25 -4.52 -5.07

國企指數 6,603.5    -90.0 -1.35 -3.74 -5.96

環球股市

更新至：

息率
每日

升跌(%)

1個月
升跌(%)

3個月
升跌(%)

本年至今
升跌(%)

1年
升跌(%)

30年期 3.948 -0.469 4.553 1.617 -0.389 29.328

10年期 3.692 -0.616 3.362 -4.769 -4.720 29.477

5年期 3.743 -0.513 2.173 -8.859 -6.526 30.509

2年期 4.316 0.014 3.214 -8.119 -2.481 64.708

歐元 1.0770 -0.40 -1.97 1.64 0.61 0.74

英鎊 1.2413 -0.19 -0.15 3.33 2.73 -1.39

日圓 138.59 0.01 -3.20 -2.81 -5.39 -7.71

加元 1.3504 0.01 0.24 0.33 0.37 -5.46

澳元 0.6610 -0.65 -1.23 -2.91 -2.98 -7.02

紐元 0.6248 -0.62 1.78 0.32 -1.61 -3.43

瑞士法郎 0.9013 -0.38 -1.00 3.63 2.57 7.16

人民幣(在岸) 7.0560 -0.34 -2.33 -2.10 -2.23 -5.76

人民幣(離岸) 7.0649 -0.25 -2.36 -2.10 -2.02 -5.71

港元 7.8375 -0.12 0.13 0.12 -0.46 0.15

美國國庫債券

各國貨幣兌美元匯率
每日

升跌(%)

1個月
升跌(%)

3個月
升跌(%)

本年至今
升跌(%)匯率 

1年
升跌(%)

 

如當日休市一天，收市價為前一交易日資料 

資料來源：彭博 

 加拿大 4 月份原料價格指數按月上升 2.9%，高於市場預期。 

 歐元區 5 月份標普全球歐元區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為 44.6，低於
市場預期。 

股票市場 

美國 

 美國股市昨日下跌。美國舉債上限協商缺乏進展，拖累美國整體股

市向下。個股變化方面，博通在跟蘋果敲定協議供應美製晶片後股

價應聲大漲。雲端視訊會議技術服務 Zoom 公布的營收成長創歷史

新低，股價聞聲大跌。 

歐洲 

 歐洲股市昨日下跌。消費及奢侈品股領跌，Hermes Internaltional 及
Louis Vuitton 股價大挫。公用股亦受壓，國家電力公司股價下滑。 

亞太 

 日本股市昨日下跌。半導體相關股重挫，東京威力科創和 Advantest
股價下挫。 

 澳洲股市昨日下跌。資源股受壓，Pilbara Minerals 及 South32 股價
下跌。 

 台灣股市昨日上升。航空股繼續造好，長榮航空及華航股價繼續上

揚。 

 南韓股市昨日上升。權重股個別發展，電池巨擘 LG 新能源公司股

價大漲，而三星電子則逆市下跌。 

中國內地 

 中國股市昨日下跌。外資大幅賣出中國股票，導致整體股市向下發
展。ChatGPT 概念股下跌，中文在線及昆侖萬維股價下滑。中字頭
股延續近期跌勢，中國船舶及中國中鐵股價繼續表現疲弱。 

香港 

 香港股市昨日下跌。4 月多項經濟數據下行，拖累大市整體氣氛。
京東「618」促銷活動昨晚開啟預售，惟在大市情緒拖累下股價下
跌，京東物流亦同樣跟隨大市向下。快手業績首季由虧轉賺，股價
應聲上漲。大市成交約 864 億元。京東集團(9618)股價收報 138.40
元，下跌 1.70 元；京東物流(2618)股價收報 12.46 元，下跌 0.40 元; 
快手(1024)股價收報 55.15 元，上升 1.65 元。 

債券及貨幣市場 

 美國國庫債券市場昨日普遍上升。十年期國庫債券孳息率報
3.692%，兩年期國庫債券孳息率報 4.316%。 

 美元兌各主要貨幣昨日普遍上升。歐元兌美元收市報 1.0770，美元
兌日圓收市報 138.5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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